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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曾敏儀）中銀香港
（2388）掛牌出售南洋商業銀行全部股權本
周二截標，該行確認只有中國信達（1359）
旗下的信達金融控股入標競購，但據外電報
道，內房企上海陸家嘴計劃爭購南商，正與
銀行接洽融資以收購南商，涉及以十億美元
計的貸款。信達有可能退出交易。
湯森路透旗下基點引述消息人士指，上海

陸家嘴考慮融資收購南商，而中信証券
（6030）負責協調收購的舉債事宜。雖然舉
債規模和條款還不得而知，但有銀行正在評
估這項融資要求。上海陸家嘴擁有上海陸家
嘴金融77.45%股權，收購南商可拓展其金

融事業。

內銀估值大降叫價嫌貴
而早前盛傳有意參與競購南商的越秀集團

及中國太平（0966），最終沒有報價入標。
中銀香港7月在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掛牌

轉讓所持南商的100%股權，掛牌價格680
億元；受讓方需一次過付款，且最終控股股
東應為中國境內註冊企業。本周三發通告指
截至本月25日截標日止，收到一份參與競
投南商的標書，入標者為信達金控。有分析
員指，近期股市大跌，內銀估值大降，若南
商扣除物業重估部分，以其叫價，相當於

2.3倍的市賬率，目前來說實在太貴，加上
南商股本回報率低於內銀，故難以吸引越秀
等國企競購南商。

程咬金殺出 信達逆市疲
消息刺激下，中銀香港昨收報26.65港

元，升3.3%。相反，本穩奪南商的中國信
達，疑再殺出對手後，股價跌1.73%，收報
2.84港元。
評級機構標普認為，交易會否成事及何時

完成仍存不明朗，暫不影響予信達的債務評
級，標普相信潛在收購會對信達總資本帶來
壓力，同時現有評級需視乎最終收購價及產

生商譽，惟交易亦可能長遠有利信達收入多
元化及穩定性，以及受惠商業協同效益。

信達國際中期盈利增3.64倍
另外，信達國際（0111）上半年盈利

5,710萬港元，增幅為364%，每股盈利0.9
港仙，不派發中期股息。期內佣金及利息
收入從2,330萬港元上升至3,780萬港元，
升幅達62%，然而部分包銷業務由企業融
資分部敘做，故此包銷收入從1,460萬港元
下降至520萬港元。因此，該分部的整體收
益增至4,300萬港元，而分部溢利為1,250
萬港元。

傳陸家嘴融資爭購南商

上海「鬼樓」升價5倍中海集運半年盈利減97.5%
香港文匯報訊 中海集運（2866）昨日
公佈，上半年實現收益為 159.91 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去年同期減少
8.1%。股東應佔淨收益為1,064.3萬元，
較去年同期減少97.5%，每股基本收益為
0.09分，不派中股息。
上 半 年 完 成 貨 物 運 輸 量 達
3,991,098TEU，較去年同期增長1%。截
至6月30日，集團運力達908,579TEU，
較去年底淨增加181,966TEU。
展望下半年，國際貿易形勢依然不容
樂觀，隨大規模新增運力的不斷湧

入，航運市場仍面臨較多的不確定性。

中遠洋中國鋁業均轉賺
另外，中國遠洋（1919）今年上半年
收入299.27億元，按年減少7.9%，盈利
18.96億元，每股純利0.1857元，不派中
股息。去年同期虧損22.76億元，每股虧
損0.2229元。
至於中國鋁業（2600）發佈，按照中

國會計准則，其上半年營收661億元，每
股純利0.002元，而去年同期營收701億
元，每股虧損0.3元。

香港文匯報訊 聯想控股(3966)公佈，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

佔淨利潤為40.15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上升209%。每股基本收益為2元，
不派中期息。期內公司收入為1,421億
元，同比上升13%；淨利潤同比上升
101%，為51.16億元。
公司董事長柳傳志表示，當前國內外

經濟形勢複雜多變，下半年市場仍存在
諸多不確定性，但中國經濟依然有很大
發展空間，公司一直看好消費升級及
「互聯網+」所帶來的機遇，並已提早重
點佈局於金融服務、現代服務以及農業
與食品等潛力巨大的領域。

聯想控股半年賺40億增2.09倍

■柳傳志。 資料圖片

光控純利升1.8倍 中期息25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上半年
內地及本港股票市場交投活躍，四月份更
一度踏入「大時代」，為光大控股(0165)
上半年帶來可觀的收入，公司昨日公佈截

至6月底止中期業績，純利按年升1.8倍
至32.26億元；每股盈利1.914元；派中
期息25仙，上年同期派15仙。光大控股
首席執行官陳爽表示，董事會已通過光大

證券來港發H股事宜，但近期股市波動，
上市計劃會隨行就市，故尚未確實發行的
時間表，但對香港股市有信心，會積極探
索上市的時機。
期內，營業額按年升89.46%，至56.27
億元。 其中，單計來自光大證券的盈利
貢獻就有20.33億元，佔超過3成，按年
增長11.47倍，另外，香港業務稅後盈利
為7.76億元，按年上升110%；收取來自
光大銀行的除稅後股息為3.29億元，按年
上升4%。

股市波動或影響光證
上半年光大證券成為主要盈利來源，但

近期股市波動，內地又暫停IPO，陳爽認
為，對集團下半年有一定影響，但同時亦
因此將更重本港的業務。而會否影響集
團投資，他就指，光大控股的投資屬長期
投資，雖然股市波動，短期或會構成影
響，令部分投資計劃退出而受影響，但長
期而言，影響不大。
面對人民幣貶值，陳爽指光大一向有

調整資產結構，目前美元資產已不斷提
升，仍然有信心達到全年的 AUM (資產

管理規模)的增長目標，並已為應付人民
幣貶值，持續擴大海外資產規模，成立
四個不同的美元基金投資於早期企業、
機械製造業及基礎設施等方面。 而早
前有中資券商被中證監調查有否違規事
宜，陳爽強調，自從光大證券「816烏
龍盤事件」後，對於內地監控十分嚴
謹，目前亦未有聽過光大證券遭中證監
調查事宜，並暫未有聽聞其有員工被懲
罰。

未擬增持中國飛機租賃
對於有傳光大作為大股東的中國飛機租

賃(1848) 前首席執行官潘浩文或牽涉南
方航空(1055) 貪污案一事，陳爽表示，事
件不會影響中國飛機租賃，對公司未來發
展充滿信心，認為股東是誰並不重要，亦
不會評論潘氏的私事。又指事後已完成獨
立調查，亦正在物色接任人選，此前他仍
會兼任行政總裁。潘氏現仍持股逾三成，
被問及光大會否購入其股權時，陳爽就
指，未知潘浩文會否出售手頭上的股份，
但即使其出售亦不會認購，因不希望公司
一股獨大。

■光大控股首席執行官陳爽(左一)。 梁偉聰攝

綠地香港擬分拆或注資
香港文匯報訊 綠地香港(0337)公佈，中期純

利 8,762.2 萬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大升
248.91%，每股基本盈利：0.03元，不派中期
息。公司表示，未來不排除分拆綠地金服，並
會繼續研究從母公司注資。

將推售4個上海項目
期內公司合約銷售錄得70.24億元，同比升

兩成，達全年銷售目標之107%。上半年毛利
率由上年同期的22%升至25%，主席陳軍希望
毛利率可以表現穩定。下半年將推售四個位於
上海的項目，料亦為公司提供盈利貢獻。截至
今年6月底，公司土地儲備1,430萬平米，策略
性分佈於長三角及南中國沿海地區主要城巿的
黃金地段。
截至6月底止，總負債中，92%屬長債涉

165.96億元，短債涉14.69億。淨負債率因期內
收入確認的延後及權益增加相對緩慢、由去年
底的 155%升至 6 月底的 93%，融資成本
5.15%，公司冀未來能進一步下調。
陳軍表示，不排除旗下綠地金融服務未來分

拆的可能性；談及母公司注資，綠地金服總裁
楊曉指，母公司對公司注入項目後至今2年，
相關注資限制已鬆綁，未來可以重新啟動注資
計劃，惟未有具體透露詳情。
楊曉又稱，綠地金服業務於5月27日開業至

今3個月表現優越，其中機構合作業務(B2B)營
業額已錄得數十億元，綠地廣財 APP 現時註冊
用戶已達4.5萬人，目標年底註冊客戶可增至
30萬人。

禹洲地產中期多賺14.86%
香港文匯報訊 禹洲地產(1628)公佈，上半年

錄得純利6.42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升
14.86% ，每股盈利18.16分，不派中期息。期
內公司核心盈利同比升14%至5.52億元；合約
銷售同比升8%，至57.36億元。銷售額跌11%
至35.02億元，銷售均價每平米1.0864萬元，
與上年同期持平。

完成全年銷售目標43%
財務總監許進業表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完成

全年合約銷售目標135億元的43%，去化率
60%，下半年將推更多項目，涉銷售樓面
157.1163萬平米，只要去化率達55%，即可完
成全年銷售目標。
截至6月底止，公司總債務達154.75億元，

當中短期債涉33.72億元；手頭現金84.15億
元，淨負債率69%。許進業稱，隨人民幣貶
值，未來有意增加境內債比例，藉此降低成本
及風險。他又指，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公司的影
響輕微。助理總裁兼計劃財務部總經理陳超透
露，公司計劃發行30億元的5年期人民幣境內
公司債，利率6%，現時已完成前期工作，預期
下月下旬會推進。
公司下半年會繼續積極物色購地機會。主席

林龍安說，繼早前與龍湖地產(0960)合作發展廈
門項目外，未來亦會與不同的發展商合作，冀
減低競爭的同時亦提升附加值。至於公司去年
向私募基金金豐泰購入本港西半山堅道48號項
目，會按進度計畫明年初才推售。至於會否考
慮與本港發展商合作，則視乎機會。

■內房企上海陸家嘴傳正與銀行接洽融
資以收購南商，涉及以十億美元計的貸
款。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位於
上海閘北區的上海火車站附近，有兩棟住宅樓
盤在建成後10年一直未有動靜，被周邊居民戲
稱為「鬼樓」。就在前不久，該樓盤終於迎來
姍姍來遲的開盤，而價格卻比之前周邊同等項
目要高出5倍之多。目前有關捂盤的質疑聲四
起，不過開發商卻表示因某些問題導致沒能獲
得預售證，這也是沒有開盤的原因。

2005年竣工一直未開盤
從公開資料查詢得知，該樓盤是上海時代歐

洲花園一期的1號樓、2號樓，為普通商品房，
開發企業為上海瑞隆房地產有限公司，竣工日
期為2005年。但項目完成後，該樓盤卻一直沒
有開盤，早在幾年之前便曾引發媒體關注。
該樓盤今年7月開盤，單價約為6萬元（人民
幣，下同），較之2005年同地區相同項目一手
房均價 1 萬元水準，已經翻了 6 倍漲幅達
500%。
樓盤現場銷售表示，並非有意捂盤，因為項

目主體完工後，仍有部分動遷房問題尚未解
決，另外因某些原因，導致預售證沒有獲批，
這都是當時無法順利開盤的原因。

據商務部網站消息，住房城鄉建設
部、商務部、發改委、人民銀行、

工商總局、外匯局等六部委近日下發
《關於調整房地產市場外資准入和管理
有關政策的通知》稱，經國務院同意，
決定對《關於規範房地產市場外資准入
和管理的意見》中有關外商投資房地產
企業和境外機構、個人購房的部分政策
進行調整。
此次調整的內容主要涉及：取消外商投
資房地產企業辦理境內貸款、境外貸款、
外匯借款結匯必須全部繳付註冊資本金的
要求；境外機構在境內設立的分支、代表
機構(經批准從事經營房地產的企業除外)
和在境內工作、學習的境外個人可以購買
符合實際需要的自用、自住商品房；對於
實施住房限購政策的城市，境外個人購房
應當符合當地政策規定；外商投資房地產
企業註冊資本與投資總額比例等。
「限外令」由2006年開始實施。當時
正值人民幣持續升值，內地物業價值處在
上漲通道，大量外資湧入內地樓市，試圖

通過持有房地產而達到資產保值、增值的
目的。在此背景下，2006年7月，國家六
部門聯合發佈《關於規範房地產市場外資
准入和管理的意見》，規定只有境外機構
在境內設立的分支、代表機構和在境內工
作、學習時間超過一年的境外個人，才可
以購買符合實際需要的自用、自住的商品
房，但不得購買非自用、非自住商品房。
隨後，相關部委還進一步抬高了外資進入
內地樓市的門檻。

新規取消「超過一年」規定
而今次發出的新規，則取消了「超過一

年」的規定。通知還取消了外商投資房地
產企業辦理境內貸款、境外貸款、外匯借
款結匯，必須全部繳付註冊資本金的要
求。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通知》中規

定，對於實施住房限購政策的城市，境外
個人購房應當符合當地政策規定。目前，
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以及三亞還在執行
限購政策，境外人士想要在上述五個城市

購房，需滿足當地的限購政策。

分析料對樓市影響微
對於「限外令」的取消對內地樓市影響

如何？市場分析人士認為，目前人民幣對

外貶值、資金外流，房地產獲利空間與十
年前相比趨於收窄，因此房地產市場已經
不存在外資資金過度投資的現象，取消
「限外令」對內地樓市的影響，尤其是住
宅市場，可能不會很大。

樓市十年「限外令」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內地樓市實施十年之久的「限

外令」終被打破。國家六部委近日下發文件，大規模放鬆外資進入內

地房地產的准入條件，包括取消外資投資房地產貸款中，必須全部繳

付註冊資金的要求，放開外資機構與個人購買自住用房等內容。這意

味着，除實施限購政策的城市外，境外人士在內地購房的套數不再受

限。

■內地樓市實施十年之久的「限外令」終被打破，內地大規模放鬆外資進入內地房地
產的准入條件。圖為山西太原一處在售樓盤。 資料圖片

HTC否認變賣滬工廠擬裁員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曾在大
陸風靡一時的台灣HTC廠家正在經歷手機行業所
帶來的持續虧損。有市場傳言稱HTC擬變賣兩個
工廠中的上海廠房，但HTC目前回應，表示不會
斷臂賣廠，但裁員計劃還是會如期進行，並擬裁
員15%。
自HTC發佈第二季度財報後，其虧損情況便被

暴露在眾人眼前。財報中顯示，HTC二季度營收
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虧損額超過了2億美元。
HTC在上海康橋和台灣桃園有兩家工廠，有傳言
稱隨上海廠產能逐步縮減，公司或將出售上海
工廠，甚至價格都已經談妥。從公開資料查詢，
HTC最輝煌的時候曾在上海大筆投注5,600萬美元
擴建工廠，2011年達到月產200萬部手機。

穗住房公積金擬年底逐月提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廣州除推公積金貼息貸款和
資產證券化外，還將推進住房公積金收益分配制度改革，並力爭向
上級部門和決策機構申請將上繳的增值收益用於公租房建設，提供
給繳存職工租用，解決繳存職工中「夾心階層」的住房問題。廣州
市公積金管理中心副主任朱凱華日前透露，目前正在跟銀行磋商相
關事宜，計劃將公積金提取由以前的半年一提，改為可逐月提取，
穗將爭取年底實現每月提取公積金，讓公積金直接打入按揭賬戶。


